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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经济开发区被确定为
省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

河北通涛管业集团
新 三 板 上 市

辛集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民生实事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进、台账化落实
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迎冬奥·向未来”
百米画卷绘制完成

8个项目入列今年
省重点建设项目

总投资40余亿元

辛集市委九届三次全会明确2022年奋斗目标，推动8个方面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面建设现代化高品质中等城市
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必须倍
加珍惜、倍加爱护业已取得的发展基础、良好
势头和宝贵经验，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
实的举措，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现代化高品质
中等城市新局面。”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辛
集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了
辛集市2022年的奋斗目标，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

辛集市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6.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左
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控制在3%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8%左右；粮食总产13亿斤以上；进出口
总值增长5%以上，出口总值实现正增长；实
际利用外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完成省下达
任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PM2.5平均浓度、
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达到省控目标。

今年是辛集市全面建设现代化高品质中
等城市开局之年，该市将从大处着眼、在精微
处入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大力实施

“1253”工程，努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
技创新引领、城市扩容提质、生态环境质量、
乡村全面振兴、新旧动能转换、深化改革开
放、保障改善民生等8个方面工作再上新台
阶，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再发力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2022年，辛集市将着力推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再上新台阶，集中力量抓招商、上项
目，千方百计促投资、扩消费，不断增强发展
韧性和潜力动能。

加快推动项目建设，谋划实施总投资
438.8亿元的省市重点项目162个，扎实开展
月汇总、季考核、年终综合考评，确保完成年度
投资66亿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依托科技产
业发展基金，全力承接好中金公司推介项目，
吸引更多企业来辛集投资兴业。突出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用好廊洽会、数博
会、时装周、皮博会等招商平台，广泛开展产业
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等，力争新增储备
重点招商项目100个以上。努力繁荣城市业
态，加快万达广场、国际皮革城新商圈建设，推
动商业综合体、步行街、商业街提档升级，着力
培育美食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休闲经
济，不断提升传统商圈品质品位。

着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再上新台阶。大力
实施产业基础提升和延链补链强链行动，做强
存量、做优增量，不断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

大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生
态皮革服装产业，积极举办国际水平、国内顶

尖的皮革展会，努力打造千亿级特色产业集
群，加快建设“国际皮都”。大力改造提升钢
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端装备
制造、信息智能、新型显示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着力打造冀中南先进制造业高地。积极
推进经济开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着力推动整合扩区，高标准实现“新九通
一平”，引进落地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
大的大项目，全面提升经济开发区产业能级
水平。全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主导
产业实施技改提速提质工程，实行“机器换
人”、智能制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
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入开展规上工业
企业技改，争列省“千项技改”“百项示范”项
目，力争工业投资增速5%。开展上市“蝶变计
划”，持续加大上市企业培育力度，引导更多
企业主动融入资本市场。

科技创新引领再冲刺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引领再上新台阶，辛集市

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整合科
技资源，推动产业技术向中高端跃升，持续巩
固提升科技创新A类水平。

培育创新主体，深入实施“双倍增”计划，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40家，形成企业科技创新矩阵。加强科技
孵化中心建设，建设投资2.59亿元的辛鹿孵
化基地项目，让入孵企业“拎包入住”、落地经
营。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确保全社会
研发经费增长率达到10%。加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支持力度，持续办好国家级、省级创新
创业大赛、科技成果直通车、产学研对接等活
动，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4亿元。

强化平台支撑，培育省级研发平台2家
以上，用好院士工作站、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等平台，组织优势企业与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形成

“科研-开发-产业化”创新链。积极引进人
才，大力支持院士团队、科技领军人才等带成
果、带项目到辛集市创新创业，打造人才聚集

“新高地”。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育
一批能工巧匠和新兴产业工程师。大力培育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工匠型人才和一流创
新团队，鼓励辛集籍在外人士返乡创业。

着力推动深化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坚
持以改革破难题增动力，以开放创机遇促发
展，不断增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和动能。

持续敞开对外开放大门，依托保税物流
中心，启动辛集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运营，
国际冻品进口业务达到5亿元以上，谋划创
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争创国家综合保税

区。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参展进博会、广交会等
重点展会平台，力争出口增长10%以上。

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提升市乡村三级政务服务能力。
围绕“一门、一网、一次”目标，加快推动“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推
进审批进一步提速提效。落实好减税降费政
策，最大力度帮助企业“减负”。

城市扩容提质再升级

城市扩容提质关系群众美好生活。
2022年，辛集市将着力推动城市扩容提

质再上新台阶。围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持续
优化城市布局、拓展城市功能、提升管理水
平，全面增强城市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

加快新区规划建设，高质量完成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和乡镇、村庄规划编制。对接雄郑
高速、石衡高速建设，谋划实施澳森大街西
延、古城大街东延、东环路新建以及通用机场
等项目，加快澳森全民健身中心、“四馆一中
心”等项目建设，石黄高速辛集东互通年底建

成通车，进一步优化中等城市发展空间。
实施老城改造提质。大力实施道路畅通

工程，新建改造民安街、平安街等道路。深入
实施城市更新，重点抓好25个老旧小区、5条
街路老旧供水管网，以及老旧公厕、便民市
场、公共停车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新康家
园”保障房一期建设。高标准建设第六届园博
会辛集展园，完成湿地公园景观提升、辛中桥
景观绿化等项目，全面增加城市绿量，为群众
提供更多“城市氧吧”。

推进城市精细管理。扎实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完善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大力开
展“洗城净天”、交通秩序、市容市貌整治等专
项活动，做到“里子”“面子”、软件硬件同步推
进。坚持“以克论净”，新增环卫道路面积
22.63万平方米，全面做好城市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区域的卫生保洁，推动洁净城市上水
平。深化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系统平台应用，
积极探索城市综合信息数字化、多元化管理，
不断提升“智慧城市”管理水平。

持续改善民生再提升

为持续改善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感，辛集
市将围绕群众关心的大气环境、就业、就医等
重点工作，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群众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着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再上新台阶。持续
巩固污染治理成果，坚持PM2.5与臭氧协同控
制、减污降碳协同推进、VOCs和氮氧化物协同
治理，确保空气质量优良率完成省定目标。严
格落实“河长制”，加快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
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建设，加大饮用
水源保护力度，确保南张村、大李桥断面水质
稳定达标。实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风险分级
管理，抓好农业面源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整
治，完成历史遗留污泥暂存场整治项目。

着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持
续推进农村垃圾、厕所和污水“三大革命”，新
建改造农村公路30公里，修建田间道路120公
里，完成1.7万座农户厕所改造、5个村生活污
水无害化处置，创建21个省级美丽乡村和1个
重点片区，大幅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着力推动保障改善民生再上新台阶。持
续办好民生工程、民生实事，谋划好2022年
15件市级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统筹做好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城镇新增就业4700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 4500 人。加快城区学位扩
容，新建续建学府街小学、妍园路学校、育英
学校、文昌路小学等4所学校。大力推进国家
卫生城创建，三级医院完成主体建设，加强与
京津冀三甲医院联系合作，让老百姓享受家
门口的优质医疗资源。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近日，省发展改革委
印发《河北省2022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其中涉
及辛集8个项目，总投资40余亿元。

辛集市8个省重点项目中，新开工项目4个，包
括总投资27000万元的辛集冀雅电子新建液晶显示
器件项目，总投资15800万元的河北江鸣科技建设
年产3万吨全生物降解改性材料和1万吨全生物降
解制品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88595万元的
辛集市第一医院迁建项目（一期），总投资24664万
元的辛集市养老服务中心（父母乐园）项目。

续建项目2个，总投资102000万元的河北金瓯
医疗器械年产高值医用耗材、设备、生物材料、手术
器械等医疗器械40万套项目，预计2022年5月竣工
投产，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11亿元。总投资63000
万元的河北顶创环保工程新建高速铁路新型金属声
（风）屏障、铁路高寿命预埋件、铁路隧道新型防护门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高速铁路新型金属声（风）屏
障3万平方米、铁路高寿命预埋件3万吨、铁路隧道
防护门5000平方米。

建成投产项目2个，包括石家庄鸿泰橡胶有限
公司第一分公司新建年产18万吨羧基丁腈胶乳项
目和河北申科电子科技园一期工程项目。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近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河北通涛管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河北通涛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金8000万元，位于辛集市新垒头镇工业
开发区，是生产HDPE结构壁B型缠绕管（俗称克拉
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等荣
誉称号，获得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共计21
项，其中自主研发的“DN3500超大口径HDPE B型
结构壁SQ型管材”和“智慧型可视化地下排水管网
研发及示范应用”获得了河北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
科学技术成果证书。公司的智慧排水管网项目在河
北省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
板，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继上交所、
深交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河北通涛
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新三板，对提高企业的
融资能力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增强企业的发展后
劲，将产生积极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近日，省发改委、财政
厅、商务厅联合发布《关于推广“十三五”时期循环化
改造示范园区经验做法的通知》，辛集经济开发区被
确定为河北省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

辛集经济开发区是省级开发区，批复面积15.4平
方公里，含托管区域实际管辖面积50.86平方公里，主
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显示、信息智能、生态皮革
服装、生物医药健康、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等产业。
近年来，辛集经济开发区优化整合制革企业，将原
108家制革企业通过提升整合兼并重组为39家，治理
制革污染，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提升环保水平，促进
制革行业步入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建立废物利用产业
链，培育国惠环保污泥处理、冀清生活垃圾处理、鑫强
固废处理、欧艺环保建材等10余家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对园区内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化污泥、含铬
污泥、含铬皮丝、动物油脂等进行回收利用。

与 2018 年相比，2021 年辛集经济开发区万元
GDP 能耗下降 3.57%，万元 GDP 水耗下降 49.49%，
能源产出率增长 4.23%。工业源废水排放量下降
28.03%，化学需氧量下降21.61%，废水总铬排放量下
降 68.87%，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12.61%，实现了示
范带动、榜样引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为营造“共同参与、共
同尽力、共同享有”的冬奥氛围，近日，共青团辛集市
委、辛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辛集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联合开展了“迎冬奥·向未来”百米画卷创作
活动。

在创作现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通过手中
的画笔，选图、钩形、上色、精修……一幅幅生动有
趣、构图完整的绘画作品，表达出志愿者对奥运精
神、冬奥项目的认识。早已深入人心的冰墩墩、雪容
融经典形象跃然纸上，英姿飒爽的冰雪健儿驰骋赛
场，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百米画卷由辛集市50余名美术相关专业和有
创意基础的返乡大学生进行创作。画卷总长度100
米，前88米分为申奥历程、中外文化、北京建筑、运
动员、辛集文化元素等五大板块；最后12米分为各
级政府和文件的出台、冬奥场馆和奥运村的建设、冬
奥志愿者的招募与培训、冬奥开幕式的筹备、近几年
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盛况等五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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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辛集市润泽湖公园。
辛集市委宣传部供图

下图：1月25日，辛集市保税物流中
心的库房内，一箱箱装满“辛集制造”的
货物即将发往海外。

河北日报通讯员 娄雅坤摄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辛集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赓续代代相传的红
色血脉。广大党员干部把在党史学习中培养的
家国精神、为民情怀和担当意识，凝聚成一股磅
礴向上的硬核动力，不断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2021 年 3 月 1 日，辛集市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召开，一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热潮，在辛集的每一个角落萌发、律动。

辛集市聚焦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坚持高
起点开展、高标准推进，引领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做到组织、人员、工作、责任、保障“五到位”，建
立上下贯通的三级组织机构，健全有效运行的
工作保障机制，发挥“五图”的“作战”效能，强势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市扎实开展。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一线、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村镇前沿、激发时代新人学以报国的思
政课堂……辛集市委书记田军深入企业、学校、
田间地头带头开展主题宣讲。以上率下，行胜于
言。党员市级领导干部专题宣讲73场、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11次专题学习、省委党史专家宣讲
团专题辅导报告、市级领导专题读书班，推动了
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学、反复学、持续学。在抓好
党员干部学习的基础上，10万册学习资料、97个

“百名书记讲党史”微视频、党史知识竞赛、演讲
比赛，使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广泛兴起热潮，全市
广大党员干部政治更加坚定、思想得到升华。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聚人气、添活力、接地
气，辛集市围绕主题主线，创新学习形式，打造
新型载体，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寻找理

论滋养、精神支柱、力量之源。
“沉浸课堂”体验学、“理论课堂”带动学、

“专家课堂”集中学、“红色课堂”实地学、“晾晒
课堂”督促学、“实践课堂”现场学，辛集市活化
载体，积极打造“六大课堂”筑强学习阵地，让党
史学习教育“动”起来、“活”起来，以多种形式

“飞入寻常百姓家”，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最终要落脚到为民办
实事上来。辛集市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由市级领导带头深入开展联系群众“大走
访”，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找准摸
透”。明确了20项民生工程、12项民生实事和“我
为群众办实事”聚焦的10件民生实事。市直部门
谋划实施900多件利民实事，街村、社区确定暖
心实事3561件。全部实行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
进、台账化落实，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兑现承诺。

去年，辛集全市城镇新增就业5405人，社区
与村居日间照料服务站（点）实现全覆盖，三级
医院项目开工建设，新增停车位4029个，建设幼
儿园5所，改扩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3所，
推行“5+1+X”课后服务模式破解“三点半”难
题，改造提升老旧公厕11个，全省“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重大典型、燕赵楷模马兰农场老
专家工作站站长郭进考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
完成“让老百姓天天吃上白面馍馍”的夙愿，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一件件实
事落地开花，向人民群众递交上一份优异答卷。

实事办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辛集市委坚
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
通过《问政面对面》直面问题与短板，展示各部
门、各乡镇“我为群众办实事”办结和进展情况，
邀请社会各界进行“满意度”评议，倒逼各乡镇
各部门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办好。


